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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休士頓Katy區最近新開了
一家豪華的自助餐廳— FEAST BUFFET ,中文名：
「大飽口福」，光聽名字就令人心動不已，恨不
得立即飛到那裡，「大飽口福」一番！待您真正
踏入該餐廳，立即為該餐廳豪華體面的建築所震
懾，簡直像「五星級」大酒店的格局！放眼四顧
，從四壁到屋頂，從室內擺設到桌椅，無一不透
出典雅、華麗的氣息，使在這裡吃飯，更添滿足
和華麗感！

地點適中，位Katy最繁華區，交通便利
除了本身住在Katy 的居民，「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從休市西北、西南區開車過來，也方便
的不得了，只需十幾、二十分鐘,「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了，使您恨不得立即大飽口福一番！初來
的訪客，從中國城或西北區過來，在十號公路過6
號公路往西，經過Barker Cypress Rd. ， Green-
house Rd.下一個出口Fry Rd. 出來右轉往北走，只
見Katy 最繁華的社區就在眼前。行在Fry Rd. 上，
左邊是The Home Depot 廣場，右手邊是Apple-
bee’s, 再往前開，第一個紅綠燈，左手邊是
Walmart Supercenter, 右 手 邊 就 是 H-E-B, 及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Katy Campus, 使
該地區繁榮得不得了。下一條街Park Row Dr. 左
轉入內，馬上再右轉，就是「FEAST BUFFET 」門
前偌大的廣場，而「FEAST BUFFET 」就位於該購
物中心的中心點上，十分搶眼醒目。門前有寛廣
的停車場，停多少部車都不怕。

陳設寬廣華麗，貴氣十足，800個座位，
宴客首選
走進「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最醒

目的莫過於他們大廳的寛廣氣派，貴氣十足，有
如踏入藝術博物館，觸目所及的皆是高檔的裝潢,
華麗的建材與設計，令人張目結舌，目不暫捨，
使在這裡吃飯憑添無上的榮耀。在大廳的入口處
，是掛號付款，價格平易，人人都吃得起。只見

所有人耐心排隊訂座付款，絲毫沒有不耐煩，因
為完成此舉後，您就可以盡情享受美食，「大飽
口福」啦！
在「大飽口福」餐廳，可以獨自或與家人、朋

友共同前往，可以公司聚餐，或在這裡大宴賓客
、親友。該餐廳共有六個大廳，總共800個座位，
是宴客首選。

中、日、美、墨經典菜餚，盡情享用，
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內，菜色十分豐盛
，有中、日、美、墨四種口味的菜餚，分佈在六
座長型的餐枱上，任您自選，因為菜色實在太精
彩了，往往只裝完一個餐枱的菜，一大盤已滿，
只好先吃為快，盡情享用。他們最受歡迎的菜色
如：蝦仁、炒螃蟹、炒小龍蝦、紅燴雞腿、炒干
貝墨魚、爆炒烤鴨、燒扇貝、炒魚片、炒墨魚、
洋蔥炒牛肉、洋蔥、椒絲炒蝦仁、芝麻雞、甜酸
肉、及各種火鍋材料任選、
炒蛋、炒醬汁茄子、炒芥蘭菜⋯⋯等等，以及

美式各種炸薯條、炸雞，美式烤肉。墨西哥式烤
牛排、豬排，日式精美壽司近二十種，賞心悅目,
清爽有如圖畫⋯還有中式點心如燒麥、肉粽、各

種叉燒包、豆沙包、芝麻球、春捲⋯等等各種美
食點心，就等您來品嚐，讓您一次品嚐到各國經
典名菜，盡情享用，大飽口福，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吃飯，簡直就是是

以任何人都吃得起的「平民的價格」得到「帝王
的享受」。以平常餐廳「一道菜」的價格，享受
「兩百種以上」的經典菜餚。他們周一至周五，
從上午11時至晚間9點半營業，午餐僅$12.99，
晚餐$16.99，吃飽為止。周六、周日兩天，從上
午11時至晚間10時營業，全天$17.99， 吃飽為
止。
「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的地址：1707

N. Fry Rd. Katy, Tx 77449 , 電話：281-398-1015

KatyKaty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大飽口福大飽口福 」」 （（Feast Buffet )Feast Buffet )
集美集美、、墨墨、、中中、、日經典菜餚於一爐日經典菜餚於一爐,,公司公司、、家庭聚餐首選家庭聚餐首選

（本報記者黃梅子）明天就是感
恩節(Thanksgiving Day)了，這是美國
人民獨創的一個古老節日，也是美國
人合家歡聚的節日。感恩節假期一般
會從星期四持續到星期天。在美國人
的心目中，感恩節的重要性僅次於聖
誕節。

感恩節的由來可以追溯到美國歷
史的發端。17世紀初，英國的清教徒
遭到迫害，一批英國清教徒難以忍受
宗教的迫害，於 1620 年 9月，登上
“五月花”號帆船駛往剛被哥倫布發
現不久的“新大陸”——美洲，12月
26日到達了今美國的普利茅斯港。
1620年和1621年之交的冬天，由於新
鮮果蔬的缺乏和壞血病流行，加上饑
寒交迫，102名清教徒只有50人幸存
。當然這次航行名垂青史的原因是
《五月花號公約》簽署，這份公約是
美國歷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約文件，
被稱為美國出生證。時值寒冬，來到
陌生的地方，缺衣少食，惡劣的環境
正在威脅著他們的生命。在這生死攸
關的時刻，當地萬帕諾亞格（Wam-
panoag）印第安人慷慨地拿出貯藏越
冬的玉米和土豆，送去獵獲的野鴨和
火雞。印第安人還教他們種植玉米和
南瓜，飼養火雞。這些新移民在印第

安人的幫助下開始適應這片土地的生
活。在印第安人的幫助下，移民終於
獲得豐收。按照宗教傳統習俗，移民
把豐收的日子定為感恩節，邀請原住
民一起過節，來感謝他們的饋贈，這
就是最初感恩節的由來。

照習俗，美國總統每年都會在感
恩節前一天在白宮赦免一只火雞，使
其免於成為感恩節大餐。總統本來只
需赦免一只火雞，第二只火雞是備用
的，以防萬一第一只不能履行職責時
作為替補。當然，被赦免的火雞也成
為全世界200多億只雞中最幸運的火
雞。

記錄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火雞赦免
是由林肯總統開創的，因為他的兒子
塔德要求他不要吃那只送給總統的火
雞，但是直到更為現代的時候這才成
為傳統。

把火雞作為禮物送給美國總統這
一事件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當時羅
德島的家禽交易商Horace Vose每到
感恩節都會送給白宮一些餵養得很好
的火雞。第一家庭並不總是會大宴賓
客，但這一舉動讓這位家禽交易商和
他的農場名聲大噪，成為了直供白宮
的機構。直到1913年，這位商人去世
後，這一時代宣告結束。

1920年，由於火雞數量急劇增加
，時任總統柯立芝不鼓勵人們將火雞
送到白宮。據當時《紐約時報》報道
，雖然柯立芝最終還是恢復了傳統，
但人們送來的不只火雞，還有鴨子、
鵝、兔子、鹿以及一只浣熊。後來，
這只浣熊被柯立芝當成了家庭寵物養
了起來。

1948年12月，杜魯門總統赦免了
兩只火雞，但同時又表示它們會出現
在聖誕晚餐中。顯然，這代表沒有計
劃讓這兩只火雞獲得真正的赦免。尼

克松總統後期，帕特裏夏•尼克松代
表總統接受了火雞，並於1973年把這
只被赦免的火雞送到奧克森山的兒童
農場。1978年被卡特總統赦免的火雞
也被送到了一個農場的小型動物園裏
。

雖然關於誰才是赦免火雞的首位
總統的爭論從未停止過，不少專家還
是認為，正式赦免火雞的傳統始於總
統老布什時期。白宮歷史學會說，赦
免火雞的禮儀於1989年固定下來。時
任總統老布什在當時的赦免儀式上說
，“我向大家保證，這只火雞不會成
為任何人的盤中餐——它被授予總統
特赦，得以在附近一處兒童農場安度
余生。

在美國生活的華人，大多樂於入

鄉隨俗，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過感恩節
。 每逢感恩節這一天，美國家家戶戶
都要吃火雞，相較西餐火雞缺乏味道
，肉質如柴，中餐廳大廚烹製的北京
烤鴨，更符合華僑華人的口味。華人
更喜歡的是感恩節全家團聚、不出門
在家聚餐，至於吃什麽並不重要。

請看《美南時事通》，主持人蓋
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僑領陳珂
博士談感恩節前話感恩。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感恩節前話感恩感恩節前話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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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休斯頓報導) 美國是個高齡化的社會，政
府對老人家有許多照顧，可說是個 「老有所養」的
國家，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年滿65歲的長者可以
申請聯邦醫療卡(Medicare)，是為長者們提供的健康
保險計劃，讓老人不用因為健康問題而擔心大筆的
醫療費用。

然而，老人健康保險由不同的保險公司提供，
每個公司有不同的福利與標準，內容頗為複雜，長
者們要怎樣對能夠享受的福利有更全面的瞭解呢？
這時候，就需要一位熱心、周到、又專業的經紀人
，來為長者們服務。從多位長輩們口中，我們得知
在休斯頓的華人社區，有一位口碑超級讚的老人保
險經理，她是萬德福保險的負責人，名叫李淑惠。

對於接受過李淑惠服務的長者們而言，李淑惠
是健康保險顧問，也是好朋友，很多時候還是幫忙
解決問題的救星。李淑惠總是從客人的角度著想，
細心回答問題，讓長者們更明瞭健康保險，她用自
己的真誠與服務，打造極強的人格魅力，讓她的客
戶都樂意把朋友介紹給她，口碑相傳。

客戶讚譽有加，滿意度超高
年逾八旬的朱女士是李淑惠的客戶，她用自己

親身的經驗，款款訴說自己如何與李淑惠開始互動
，以及李淑惠怎樣幫助人，他們如何的受益。

朱女士表示，大約在六年前左右，在老人活動
中心常看到李淑惠的身影，來活動中心為老人解說
事情，雖然不認識，出於好奇心，她也在旁邊聽。
同伴說她是做保險的人，每一次李淑惠來活動中心
，朱女士都看著，慢慢的，朱女士感覺李淑惠一點
都不像是做保險的人，覺得她非常的親切，她為老
人們解說的內容，也不一定是保險，有時是回答其
他的問題，朱女士了解到，老人家們有其他的問題
常會找李淑惠幫忙。

熱心服務，幫許多老人解決困難
有老人家行動不便，李淑惠就過來老人中心講

解，等於是上門服務，久而久之，朱女士發現李淑
惠人非常的好，非常的熱心，對老人很關心，幫助
許多老人解決問題。

對比之下，朱女士覺得自己的保險經紀人有段

大差距，甚至有時候問他問題，都不一定會回答，
說 「這不歸我管」。認識半年多之後，朱女士就決
定把自己的老人保險轉到李淑惠這邊。

因為她知道，老人家遇到問題，李淑惠都會幫
助解決，保險相關的事，她一定解釋得非常的清楚
，有些甚至不是她份內的事，李淑惠也盡量提供幫
助。例如有些人要找專科醫師，也請李淑惠來幫忙
找。

了解老人需求，找最適合的保險計劃
李淑惠會細心的詢問客戶的需求，不同的健康

狀況要找不同的保險公司與計畫，有些人吃藥多，
有些人有慢性疾病，有些長者身體硬朗，種種不同
的健康狀況應該找其最適合的保險計劃。例如，有
什麼樣的疾病需要特別照顧？有些長年吃藥的人，
藥費非常的貴，所以要幫他找一家處方藥比較合理
定制的保險公司，價格才不會超高；也要找網絡比
較大的，這樣容易找專科醫生；同時，最好找看家
庭醫師是不用付費的，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

樂於介紹朋友，口碑相傳
朱女士身邊有一些好朋友，也都經由朱女士介

紹，陸續轉到李淑惠這邊來，因為這些人覺得朱女
士平日做事可靠、負責，由她所選的保險經紀人，
也一定是最好的，他們也都親眼看到李淑惠樂於助

人。
朱女士表示，在對人處事方面，李淑惠總是設

身處地為老人著想；保險方面遇到問題，總會盡心
幫忙解決。甚至有些其他方面的事，如果找她，她
也會盡力幫忙。舉例來說: 糖尿病人每年有一雙鞋
子，但是那個公司不容易找，如果有人找不到，問
李淑惠，她就幫忙聯絡，這雖然不是她分內的事，
可是經由她熱心的幫助，就幫老人解決了一個大問
題。

總是將心比心為人著想
另一次，朱女士有小毛病需要看婦科，但是婦

科的專科醫師很難找，有些甚至不接受老人保險，
她就告訴李淑惠，淑惠隨即幫忙打電話找醫師，解
決了這個困難。

也有些朋友說，想去某個醫院，但是不在某家
保險公司的網絡中，就告訴李淑惠，淑惠也幫她換
到另外一家保險公司，讓她如願以償地能夠去某家
醫院看診。

朱女士說，其實，在轉換的過程中，需要重新
處理很多資料，過程是挺繁瑣的，但李淑惠都不厭
其煩，讓老人家能夠看到醫生。李淑惠總是說，只
要你們接受應有的保險照顧，生病有保障，累一點
沒關係，老人家開心就好了，問題解決就好。她的
將心比心為人著想，讓許多長者們甚為感動，對她
讚揚不已。

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位長者做心臟手術，需要
出很多錢，李淑惠幫他換了一家保險公司後，就省
了非常多的錢，只要負擔很少的醫療費，讓長者鬆
了一口氣。

贏得客戶信任
朱女士指出，李淑惠的心腸非常好，總是盡量

幫忙，一般人做不到這樣，日積月累大家便非常的
信任她。有些老人家英文不好，常常收到一些政府
寄來的信件，有些人也會留著信，等李淑惠來的時
候，請她幫忙看。

另外一次經驗，是朱女士因為跌倒，腿跌斷了
。李淑惠非常關心她，時常打電話過來問候，親切
地問她復原的狀況，問她走路好些了嗎?常常李淑惠
也會問: 你需要我幫你什麼忙嗎? 朱女士請教李淑惠
關於復健的問題，她也非常詳細的告知，朱女士就
明白了，心理有個底，知道該怎麼樣跟醫師來對談
。李淑惠以專業知識幫助老人分析，一般子女很難
做到這樣。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
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是10月15日到12月7日

，長者們收到2022保險可以改變的通知信(notice of
change)後，若是不喜歡目前的保險，可以找人換個
更合適的計畫。當然，信用可靠、服務週到的李淑

惠是最佳人選，請先電話或微信預約時間，如果保
險有問題，可以在電話中解釋。若有需要，李淑惠
也會戴口罩為長者們服務。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老人健康保險Medicare
、健康保險、退休基金、人壽保險、長照保險、年
金。代理數家知名公司。10月15日開始，週六增加
辦公時間 10:00am到2:30pm。

連 絡 電 話 281-758-9152， 346-364-840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com。微信和LINE 的ID 是
kpc2056 (如果無法加微信/Line，請直接打電話)。
若使用AT&T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用手機打
。網站: https://suelee.agentmedicareplans.com。地址
: 9600 Bellaire Blvd., #111, Houston, TX 77036

從客戶的角度與需求出發從客戶的角度與需求出發 真心服務真心服務
李淑惠贏得長者們信任李淑惠贏得長者們信任 好口碑相傳好口碑相傳



BB44
星期三       2021年11月24日       Wednesday, November 24, 2021

休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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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在幾年前開發
了一個系統，能將皮膚細胞轉化為能自我更新
的類幹細胞的肌肉細胞，我們稱之為誘導性肌
源性祖細胞，或 iMPCs。”——麻省總醫院再
生醫學中心首席研究員Konrad Hochedlinger

麻省總醫院的研究人員先前開發了一種將
皮膚細胞轉變為原始類肌肉細胞的配方，這種
細胞可以在實驗室中長久地保存而不失去成為
成熟肌肉的潛力，現在他們發現了這種配方是
如何工作的，以及它在細胞內引發了哪些分子
變化。這項研究發表在《Genes & Development
》(基因與發展)期刊上，其成果可以讓臨床醫生
培養生成與病人匹配的肌肉細胞，以幫助治療
肌肉損傷、與衰老有關的肌肉退化或肌肉萎縮
症等疾病。

眾所周知，一種名為 MyoD 的肌肉調節基
因的表達足以直接將皮膚細胞轉化為成熟的肌
肉細胞；然而，成熟的肌肉細胞不會分裂和自
我更新，因此它們不能被繁殖並用於臨床目的
。論文資深作者、麻省總醫院再生醫學中心的
首席研究人員、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 Konrad
Hochedlinger博士表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我們在幾年前開發了一個系統，能將皮膚細胞
轉化為能自我更新的類幹細胞的肌肉細胞，我

們稱之為誘導性肌源性祖細胞，或iMPCs。我
們的系統能將MyoD與我們之前確定的三種促
進細胞可塑性的化學物質結合在一起。"

在這項最新的研究中，Hochedlinger博士和
他的同事發現了這種組合如何將皮膚細胞轉化
為iMPCs背後的細節。他們發現，雖然單獨表
達MyoD會使皮膚細胞具有成熟肌肉細胞的身
份，但加入這三種化學物質後，皮膚細胞反而
變成了更原始的，類似幹細胞的狀態。重要的
是，iMPCs在分子上與肌肉組織幹細胞高度相
似，而且從 iMPCs 衍生的肌肉細胞比單獨用
MyoD 表達產生的肌肉細胞更加穩定和成熟。
論文主要作者、麻省總醫院研究員Masaki Yagi
博士表示："從機制上講，我們的研究表明
MyoD和這三種化學物質有助於去除DNA上的
某些稱為 DNA 甲基化的標記。DNA 甲基化通
常維持著特化細胞的特性，研究表明，它的去
除是細胞獲得肌肉乾細胞能力的關鍵。”

Hochedlinger指出，該研究的結果可能適用
於包括肌肉在內的其他涉及不同調節基因的各
種組織類型。將這些基因的表達與本研究中使
用的三種化學物質結合起來，可以幫助研究人
員產生不同的干細胞類型，從而產生與身體的
各種器官功能密切相關的組織。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佛醫學院

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我們擁有全
美最大的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床部門和
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專科和次
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斷和治療
。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消化系
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學和創傷
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童總醫院
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理到運用
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省總醫院
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為美國
最頂級醫院之一，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16項專
科排名中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
5000家醫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
開始便一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逆轉細胞，再造器官——麻省總醫院發現誘導細胞轉化為乾細胞的關鍵

Konrad HochedlingerKonrad Hochedlinger博士博士
麻省總醫院再生醫學中心的首席研究人員麻省總醫院再生醫學中心的首席研究人員

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哈佛醫學院醫學教授

根據美國蘋果公司最新公布出貨時程，亞洲
幾個主要市場的消費者現在訂購新款iPad平板電
腦，將無法在耶誕節前收到。反映出蘋果在關鍵
的年終假期銷售旺季前，遭逢供應緊繃困境。

日經亞洲（Nikkei Asia）報導，菲律賓的消
費者若今天在蘋果（Apple Inc.）官網訂購目前最
受歡迎的其中一款iPad，例如容量256 GB、支援
WiFi連線的太空灰款，要到明年1月14日才會出
貨，等待時間長達8週。

根據蘋果官網顯示，中國、香港、台灣、日
本、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消費者若今天下訂
，也全都要到耶誕節過後才能收到新iPad。

另據日經亞洲分析，蘋果iPhone智慧手機目
前出貨時程雖比iPad快，但仍比一般往年同時期
要久許多。

在正常情況下，消費者在蘋果官網訂購
iPhone和iPad，3至5天後就能收到產品。但菲律

賓消費者今年若想在耶誕節前及時收到最新款
iPhone 13 Pro，現在下訂已經太遲了。

在亞洲其他重要市場如中國、台灣、香港和
馬來西亞，最新款iPhone如今出貨也要等上約4
週。

蘋果的iPhone、iPad和其他產品採空運出貨
，因此較未受目前全球港口物流嚴重壅塞的問題
影響；出貨時間拖長主要源於產能緊繃，例如越
南和馬來西亞先前因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封鎖及中國因限電而導致工廠停工，
但這些情況已逐漸解除。

亞洲購物旺季從 11 月的雙 11 開始進入高峰
，一直持續到隔月的雙12。這兩個節日是中國、
香港和台灣的消費者採購電子產品的熱門時節。

而儘管並非所有亞洲民眾都慶祝耶誕節，但
在菲律賓和日本，這一天則是重要的送禮日子。

蘋果亞洲供應吃緊 現訂新iPad耶誕節前無法到貨

【美南新聞泉深】在位時間最長的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週叁會見了英國軍方的參謀長，這是她近日
生病後首次進行面對面的接觸，因為她因背部扭傷錯
過了國家紀念日服務。

人們發現這位 95 歲的老人在溫莎城堡的橡樹屋
與尼克·卡特（Nick Carter ）將軍聊天。君主在這個
場合穿著五顏六色的花裙，站起來歡迎卡特，卡特准
備在 11 月底卸任武裝部隊總司令。

上個月，伊麗莎白在接受醫學檢查後在倫敦一家
醫院度過了一晚，這是她八年來的第一次入院。然後
在 10 月下旬，白金漢宮證實，醫生建議女王至少在
接下來的兩週內休息，並且只承擔零旅行的輕松職責
。

女王在周日的國家紀念儀式的最後一刻宣布不出
席後，人們對她的健康狀況擔憂加劇。白金漢宮的官
員曾表示，女王舉辦這一活動是“首要意圖”，但周
日宣布，她決定因背部扭傷而不得不錯過儀式。

據《人物》（People magazine）雜志報道，週二
，伊麗莎白取消了她在英格蘭教會國民議會的露面，
這是她在 51 年曆史上第一次錯過總主教會議。

她的小兒子愛德華王子在她缺席的情況下代表君
主。盡管如此，女王還是分享了一個追思的信息，包
括向她已故的丈夫菲利普親王致敬。菲利普親王於今
年 4 月去世，享年 99 歲。

該媒體引述伊麗莎白在一份聲明中說：“很難相
信菲利普親王和我參加總主教第一次會議已經過去
50 多年了。” “我們誰也不能減緩時間的流逝。”

伊麗莎白還稱贊教會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提供
了“希望”。

伊麗莎白說：“當然，在我們豐富多樣的現代社
會中，國家的福祉取決於所有有信仰的人的貢獻，而
不是沒有信仰的人。”“但對於有信仰的人來說，過去幾
年特別艱難，在獲得公共崇拜的安慰和保證方面受到前所
未有的限制。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焦慮、悲傷和疲倦
的時期。”

女王分享道：“然而，正如曆代以來一樣，福音帶來
了希望。教會已經適應並繼續其事工，通常以新的方式
——例如數字化形式的敬拜。”

該媒體指出，該會議每五年舉行一次，以配合教區選
舉。

伊麗莎白說：“閣下和主教會議的成員們，接下來的
五年並不總是那麽簡單，像每一個新的主教會議一樣，你
繼承了許多要解決的問題、要辯論的報告和要做出的艱難
決定的重大責任。你可能不得不考慮關於治理、行為、資
源使用和其它問題的建議，以及對教會未來的願景。”

她補充道：“在某些領域，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我
希望你們會因天主之愛的確定性而得到加強，因為你們共

同努力，並利用教會在團契中團結一致的傳統來完成未來
的任務。”

長期以來，女王一直身體健康，據說她討厭讓人們大
驚小怪。但最近幾週，她不情願地接受了減少她緊張的日
程安排的建議。

她取消了 10 月 20 日北愛爾蘭成立 100 週年紀念之旅
。幾天後，她宣布不會出席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
大會——這讓英國保守黨政府感到非常失望。希望強調為
期兩週的會議對於拯救地球免受無法控制的全球變暖的重
要性。

據報道，除了使用手杖外，伊麗莎白女王還被醫生建
議放棄雞尾酒和騎馬。

盡管如此，這並沒有阻止女孩子王保持忙碌。最近有
人看到她與女王的詩歌金牌獲得者進行了愉快的視頻通話
。女王還被發現獨自駕駛溫莎城堡。

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伊麗莎白將於明年慶祝她在
位 70 週年的白金禧年。(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伊麗莎白女王因背傷錯過國家紀念日儀式後 週叁首次舉行面對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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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活出精彩」音樂劇講述的是
一個從遠方而來的牛仔大盜，奇遇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
，讓他措手不及的同時，却發現了一件比金錢更觸動他心
的事情。 「活出精彩」是一個超越時空，創新而寫實的故
事。以中英雙語演出，劇情幽默感人。 「活出精彩」是由
曉士頓中國教會和演藝使徒聯合主辦，在今年感恩節期間
，給社區提供一個高品質、適合全家觀賞的節目，歡渡佳
節。曉士頓中國教會已經有十多年製作大型音樂劇的經驗
，一向獲受好評。

為方便更多社區朋友參加，今年演出再次安排在11月
19 日和 11 月 20 日在 10505 Cash Rd, Stafford, TX 77477 的
STAFFORD CENTRE THEATRE, 第一場演出：週五，11
月19日，晚上7:30，第二場演出：週六，11月20日，下午
3:00，第三場演出：週六，11月20日，晚上7:30。 「活出
精彩」內容有生動的話劇、優美的歌曲和感人的真實見証
。故事輕鬆幽默，引人深思；將會帶給觀眾歡笑、也滋潤
觀眾的心靈。

「活出精彩」音樂劇是一個打破傳統基於古典讚美詩
模式的演出。 「活出精彩」以優雅，輕鬆活潑的音樂主題
說明真正的基督徒家庭生活，以及他們如何讓所有家庭成

員在沮喪的時候重新獲得能量和力量，也可以影響其他人
並分享他們獲得的快樂和陽光。它融合了現今許多人和許
多家庭在生活中所經歷的日常困難。 「活出精彩」描述一
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在疫情期間，當一家之主被解僱時，
家庭成員如何面對各種家庭問題、克服殘疾或自閉症兒童
的教育和巨大的財務問題。因為他們對上帝的堅定信仰和
他們對他人的純潔和關懷和愛心，他們真的可以幫助自己
和感動另一個銀行劫匪懺悔和重新過一個新生活。

同時， 「活出精彩」音樂劇也說明了行行出狀元確鑿
的事實，並且家長還需要學會尊重孩子，找出孩子的長處
，幫助他們培養興趣，發展孩子自己的事業，而不是拘泥
於孩子的學業成績。目前，許多亞洲年輕人在音樂、運動
和餐飲事業上都非常成功；所以父母需要幫助孩子發展自
己的興趣，如果他們不適合學習，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學業
上。許多患有自閉症的孩子需要父母更多的關注和幫助，
以幫助他們趕上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有兩個家庭與自閉
症兒童一起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辛，但他們的耐心和愛心幫
助他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所有的人都需要尊重、關心
和愛。

「活出精彩」 高樂劇上周末在休市盛大公演
故事編排一流，演員賣力，深深感動全場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根據聯邦老年和遺屬保險信託基金
和聯邦殘疾保險信託基金董事會2020年年度報告，今年社會保
障的收入預計將超過其支出。該報告預計，到2035年，社會保
障儲備將完全耗盡，此後每年的稅收預計僅佔收益的四分之三
左右。

社會保障部分問題可歸因於美國人民的壽命越來越長，更
少的工作人口以及退休人數的增加。到2035年，65歲及以上的
美國人的數量將從今天的5600萬增加到超過7800萬。因此，更
多的人將從社會保障系統中領取退休金，但人們繳納社保稅的
人越來越少。 2035年之後，工資稅收收入只能滿足退休金需求
的76%。如果24%的資金缺口沒有得到填補，退休人員會獲得
較低的社會保障金。

根據信託基金董事會的2020年年度報告，如果不改善信託基金短
缺的問題，福利必須減少23%。對於許多退休的成年人來說，這種削
減的福利將代表著巨大的金融打擊。根據社會保障管理局的數據，社
會保障為50%的已婚老年夫婦和70%的老年單身人士提供了至少一半
的收入。大幅削減社會保障福利的後果對全國每個人都將造成創傷。
根據董事會的2020年年度報告，如果信託基金儲備耗盡，工資稅將需
要增加3.14%以維持該計劃的收入。

目前，工資稅總額在僱員和雇主之間平均分配。為了幫助信託基
金保持償付能力，應繳稅工資限額必須更高，或完全取消以便所有收
入都需要繳納工資稅。由於加稅不受歡迎，國會有可能提高領取社會
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齡。這意味著年輕一代必須工作更長時間才能開始

領取福利。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提高人們退休年齡似乎是一個合理
的反應，因為人們的工作時間更長。然而，整體壽命的增加並沒有幫
助許多低收入工人，他們的預期壽命比富人短。提高退休年齡對低收
入人群的打擊可能最大。

低生活成本調整使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們很難支付住房和租金成
本逐年上漲的的開支。此外，老年人在醫療保健費用上的支出比年輕
人多，而這些費用的上漲速度往往快於通貨膨脹成本。截至2020年，
平均退休福利為每月1,503美元。如果福利全面削減 20%，福利收入
將減少到1202美元。如果福利下降23%，福利收入將減少到1157美元
。

金融專家建議人們在退休前嘗試開發額外的收入資源，因為依靠
社會保障收入作為退休收入的唯一來源，來過退休生活是危險的。

2035年用完社會保障稅收只能滿足退休金需求的76%
金融專家建議人們在退休前嘗試開發額外的收入資源

銀行大盜銀行大盜（（左左 ））與智障小女孩與智障小女孩（（右右 ））的互動與影響的互動與影響，，是全劇精華所在是全劇精華所在。。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活出精彩活出精彩 」」 劇終劇終，，以精彩的大合唱以精彩的大合唱，，唱出全劇的意義唱出全劇的意義。（。（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

該報告預計該報告預計，，到到20352035年年，，社會保障儲備將完全耗盡社會保障儲備將完全耗盡
，，此後每年的稅收預計僅佔收益的四分之三左右此後每年的稅收預計僅佔收益的四分之三左右。。

根據聯邦老年和遺屬保險信託基金和聯邦殘疾保險根據聯邦老年和遺屬保險信託基金和聯邦殘疾保險
信託基金董事會信託基金董事會20202020年年度報告年年度報告，，今年社會保障的今年社會保障的
收入預計將超過其支出收入預計將超過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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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巢後首個台慶秀重拾無線聲勢

曾志偉力求上下一心
給新人出頭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達里）李幸倪（Gin
Lee）20日與視障歌手蕭凱恩出席《世紀長
征 — 菁英問答比賽》，現場獻唱劇集《喬家
的兒女》主題曲《這種親》。

第一次唱劇集主題曲的Gin Lee，笑言一
直恨唱主題曲，因為劇集每天播出就可以每天
都聽到新歌，入屋快而且即使不好聽也有強迫
人聽的感覺。19日有份參與TVB台慶的Gin
Lee，大讚節目氣氛熱鬧，與音樂頒獎禮相比

更多元化，也少見可以有這麼多藝人歌手同
台。問到Gin Lee有沒有借機會向曾志偉自薦
拍劇和唱劇集歌，她笑稱因專注自己的表演都
忘記了，表示如有機會也想表演台慶，說：
“好想試空中飛人，自己喜歡試新事物，未做
歌手前曾想過做打女，因為學過跆拳道有底
子，但做歌手後，發覺自己排舞都搞到周身
傷，就要再考慮是否做打女，或者改行做喜劇
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達里）李芷晴成為19
日《萬千星輝賀台慶》大
獎的幸運兒，獨得總值38
萬的銀行存款和10両黃
金，選港姐入行的她近年
主持六合彩攪珠為主，笑
道：“自己沒有什麼抽獎
運，可能我祝福得大家多
了，終於累積到點運
氣。”李芷晴得獎後表示
會請家人、同事吃飯分享

喜悅，本身擅長中國畫的她希望開畫室教畫畫，現在得
獎有助她願望成真。

不過，有人歡喜有人愁，無線派出6封“台慶利
是”，林溥來（Patrick Sir）原本有份抽中但因未能即時
到台前而錯失二萬五千港元大利是，當晚現場未能“尋
人”成功，司儀打圓場指人父Patrick Sir是去了餵奶，到
底實情如何，當事人Patrick Sir為此在社交平台親自解
畫，表示：“多謝大家為我緊張，我收到無數message，
都是問‘你去哪啊？’哈哈，我不是去了餵奶，是出去
便利店幫我個好拍檔買水喝。”Patrick Sir又化身兒子表
態：“傻佬Dadidi去了幫人買水，錯失台慶利是二萬五
千港元。真係見‘財’化‘水’。”有網民好奇那位拍
檔到底是誰，Patrick Sir及後終於透露原來是朱凱婷，網
友笑言要問該拍檔取回二萬五千港元。

有跆拳道底子 李幸倪曾想做打女

許濤直言感覺“TVB回來了”，表示台慶
已沒辦兩年，因為前年是錄影節目，去

年則沒有請嘉賓，今後會繼續請嘉賓和做得更
加好，繼續為香港市民帶來更多歡樂。志偉也
答謝台前幕後為節目盡力付出，齊心事成。他
說：“這也是公司未來方針，希望有更多後生
入行，頒獎給阿姐是因為她是榜樣，她不會放
棄工作，從來都很認真，我整晚收到好多訊息
都說被大家的付出感動到，我們管理層都是藝
人出身，深深感受到大家想什麼，希望上下一
心，將來與內地有更多合作，希望大家明白是
代表香港的藝人，要學習阿姐的專業精神及榜

樣。”

多與內地合作製作節目
志偉對今年台慶節目相當滿意，他也感謝

一眾歌手沒有計較唱多唱少，趣劇表演也是刻
意讓訓練班新人參與，當中的對白是他們自己
撰寫，才會更投入。

笑指陳百祥在節目中多次提及“回到以前
TVB感覺”，又指以為志偉只做兩、三個月，
志偉反譏對方道：“是他好久沒回來，我不會
被他看死，所以要做四、五個月，我和王祖
藍、C君都是演員出身，好明白大家需求和心

路歷程，會關心他們。”
有傳志偉再力邀顧紀筠及蘭茜等好友回

巢，他笑稱只是與顧紀筠喝茶就被說成傾回
巢，以後不敢再跟朋友喝茶，說：“身邊很多
朋友都關心我的現況，說有需要幫手就出聲，
現在無論拍劇、做節目都是必須新舊合一，要
互相交流才容易進步。”志偉又稱明年香港回
歸25周年，在劇集和其他節目方面會多與內地
合作，也考慮製作今年的跨年節目，希望觀眾
拭目以待。

汪明荃感受到全台齊心
同時，志偉解釋向汪明荃頒發50年金禧服

務大獎，是因為對方從無間斷在公司工作，覺
得應該要更莊重，讓全香港市民也知道，坦言
阿姐不止服務TVB，是服務全香港市民，阿姐
的專業精神值得大家學習。至於志偉的髮型背
面有55的數字，寓意與公司同步邁向55，他解
釋以前做獎門人時可以花巧裝扮，但現在身份
不同就要簡單一點。

獲得“50年金禧服務大獎”的汪明荃感到
很驚喜，因以往長期服務獎都在公司餐廳舉
行，她効力公司50年有數之不盡的難忘事，亦
感到時光飛逝，說：“多年來自己一直勇於嘗
試，在疫情下也沒有停步，不斷提醒自己要增
值創新。”阿姐也感受到全體藝員歌手同心協
力賀台慶，每人就像機器中的螺絲一樣，每個
崗位都很重要，集合扭動起來就令機器順暢運
作。至於志偉回巢後首個台慶夜，阿姐表示氣
氛明顯較以往熱鬧，也明白志偉現時首要整理
藝員內部，很多藝員往內地發展，要先穩定軍
心，透過節目明顯已見到以新為主，亦見到很
多新人參演，大家合力去做好件事，觀眾打開
電視會見到人才相當重要。

以往阿姐曾直指公司內多個山頭主義，問
到志偉回巢後情況有否改善，她說：“每個人
上台都有他的人，這個很難避免，始終做事要
得心應手，去到陌生地方沒人幫手是很難發
展，我之前所指是一家公司不應該只用某幾個
人，要畀多些機會大家，發掘更多新人。”

Patrick Sir錯失2萬5千元利是
與兒無關“真兇”另有其人

●●一班一班TVBTVB藝員聯同歌手們同台演出藝員聯同歌手們同台演出。。

●●主席許濤主席許濤((左左))、、
總經理曾志偉總經理曾志偉((右右))
與與““5050年金禧服年金禧服
務大獎務大獎””得主汪得主汪
明荃合照明荃合照。。

●●李幸倪李幸倪((左左))與視障歌手蕭凱恩出席活動與視障歌手蕭凱恩出席活動。。

●●““新人演員追夢新人演員追夢””環節催淚環節催淚。。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Patrick SirPatrick Sir 晒相證晒相證
明自己有出席台慶明自己有出席台慶。。

●●李芷晴成為台慶大獎的幸李芷晴成為台慶大獎的幸
運兒運兒。。 彭子文彭子文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TVB台慶節目

《萬千星輝賀台慶》19日順利完成，節目後一

眾藝員歌手與TVB管理層大合照留念，主席許

濤、總經理曾志偉先後向藝員歌手們發言致

意。今年是曾志偉升任總經理後首個台慶夜，

不少藝人歌手重返無線演出，亦讓多位訓練班

新人參與，台慶夜氣氛明顯是近年最熱鬧的，

贏得了口碑，志偉也滿意今次製作，他希望無

線繼續上下一心，有更多後生仔入行。

●●Patrick SirPatrick Sir代入兒子笑自代入兒子笑自
己見財化水己見財化水。。

娛 樂 新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6 中 國 經濟 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何佩珊

前海招商大會 40重點項目集中落戶
總投資逾866億 擴區激發新發展機遇

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貿片區管委會
主任，前海管理局局長，南山區委書記

曾湃表示，前海合作區“擴區”，為企業集
聚發展拓寬了更廣空間，提供了更多機遇。
前海將加快實現總體規劃、產業促進和獎補
等政策全覆蓋，加快釋放“擴區”的強大規
模效應、乘數效應。

支持兩地企業“併船出海”
同時，前海將立足新發展格局，建立健

全與港澳產業協同聯動、市場互聯互通、創
新驅動支撐的發展模式，支持內地企業與香
港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
設，實現更高質量的“引進來”和“走出
去”。

先行先試 推“八大政策”
前海合作區黨工委副書記、前海管理局

常務副局長黃曉鵬介紹，前海不斷優化營商

環境，根據普華永道的評估，前海營商環境
模擬排名全球22位，開辦企業便利度接近香
港。

他表示，前海深入實施比經濟特區還要
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為現代服務業企業發
展提供了澎湃動力。近期，財政部和國家稅
務總局聯合印發通知，將15%的企業所得稅
政策惠及面擴大至商務服務業。此外，前海
正在陸續推出總部、商貿、新興產業、專業
服務等“八大政策”。

“前海位於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點，企
業在這裏既能擁抱廣闊的內地市場，也能依
託香港服務業優勢，更加暢順地走向世界，
參與國際競爭。”黃曉鵬說。

據悉，本次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40個
項目，總投資金額超866億元。當中包括世
界五百強企業投資設立的項目16個，境內外
上市公司投資設立的項目3個，獨角獸企業
投資設立的項目4個，單個項目投資金額超

百億元2個，超10億元的有16個，超億元的
32個。

10港企項目總投資逾216億
在落戶前海的重大項目中，來自世紀互

聯、新創建物流、昊宇星供應鏈、裹動科
技、盈湃科技、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
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的10家港資企
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216.29億元；來自
IBM前海項目、羅盛諮詢、帝亞吉歐等10個
外資項目總投資額約23.25億元。

來自國壽鐵建基礎設施投資基金、金融
壹賬通、平安城智通、招商金融等10個內資
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449.28億元。

來自中航產融、香港勝利證券等10個重
點前海投資項目正式啟動，總投資額約
177.28億元。豐巢網絡、塗鴉科技、得易健
康、畢馬威智能創新空間大灣區中心等10家
歸巢企業代表獲頒鑰匙。

前海擴區以來，其發展備受深港兩地關注。由前海管理局聯合南山區政府、寶安區政府、深汕特別合作區管委會

共同主辦的“2021年前海招商大會”19日舉行，首次集中展現擴區後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城市魅力、營商環境，向

海內外各界推介“大前海”新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吸引更多港企港人落戶前海。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40

個，總投資金額超866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包括小馬智行、思謀科技、華潤環保、康鍵信息技術、聯易融等

10家港資企業代表項目，總投資額約216.29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招商大會集中落戶、啟動的重點項目達40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落實前海方案
深港推聯合政策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作為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前海對港人港企的吸引力正在逐步提升。數據
顯示，前海已形成高端引領、集約發展的現代服務業體系，累
計註冊外資企業1.35萬家，其中港資企業1.17萬家。
此外，前海也成為海內外人才匯聚的“高地”，截至目

前，前海集聚境外人才6,000餘人、各類高層次人才577名，實
現香港稅務師、註冊建築師和澳門核數師、會計師等14類專業
人士僅需備案即可執業。
“人才濟濟”為前海的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海創業港

青、庫基生物創始人余廣滔表示，從香港開始創業，搬家到前
海，正是看前海在政策、資金、人才等創業各階段要素都配備
齊全，資源豐富。除了工作，來到前海也倍感人文關懷，感覺
很貼心，“去年來到前海，疫情以來通關問題成為很大的挑
戰，我們的家庭生活，子女入學也面臨許多問題，前海方面提
供了很大的幫助，讓我們安居樂業。希望企業在這裡，跟着前
海一起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望賢、周曉菁） 本次前海招商
大會還首次增設香港分會場，邀請香港創新及科技局領導、香
港八大商協會人士積極參與，實時聯動並通過線上視頻誠邀境
內外企業線上觀看直播，並在香港分會場舉行前海香港招商聯
盟啟動儀式。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强在香港分會場通過視頻致
辭時表示，前海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合作發展平台之一，是支
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國家
的重大發展戰略，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難能可貴的機遇，也
為香港青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鍾偉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將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全力
推動深港創新發展，與全球頂尖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建
立重點科研合作基地。

鍾偉强指，創新及科技是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本屆特區
政府積極落實各項創科政策，並史無前例地投放超過1,300億
港元。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的發展。此外，最近中央印發“前海方案”，深港兩地政府
也推出合作區的聯合政策包，進一步提供科研資源、資金、人
才等措施，並向外推廣港深兩地在創科方面的獨特優勢，共同
為深港兩地招才引智。

他表示，衷心期望與會各位可以擁抱國家發展機遇，積極
參與大灣區和國家的創科發展，盡展所長。進一步推動科研要
素跨境流動，從“外循環”及“內循環”兩方面貢獻“國家所
需”，發揮“香港所長”。

資金人才政策齊
港企落戶信心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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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 · 硬橋硬馬
電影中，張涵予和範偉一個負責

既緊張又刺激的動作戲，一個拿捏從

歡笑到眼淚的情感戲，在充分發揮各

自特長之余飽滿全面的塑造出性格截

然相反的兩種抗日英雄——英勇作戰

、血債血償的老洪和深入敵後、以柔

克剛的老王。除了發揮穩定的雙男主

，譚凱飾演的勇猛沖動的亓魯、魏晨

飾演的百步穿楊的亓順、俞灝明飾演

的舍生取義的林棟、楊皓宇飾演的沈

穩老練的組織接頭人、周政傑飾演的

奮起反抗的鐵道工人等等，從各個層

面展現了抗日英雄們不再單一的硬漢

形象，豐富了英雄群像的角色魅力。

近年來，硬漢形象的崛起已經是

中國電影形象，特別是新主旋律電影

形象最顯著的改變之一。從《讓子彈

飛》中的綠林俠匪、徐克執導的《智

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到《戰狼》

系列中的冷鋒、《湄公河行動》中的

高剛、方新武，再到《建軍大業》中

的英雄群像、《紅海行動》中的蛟龍

突擊隊，以及《流浪地球》中的劉培

強、《中國機長》中的劉長健、《攀

登者》中的方五洲、《烈火英雄》中

的江立偉、《金剛川》中的高炮排、

《懸崖之上》的中共特工、《我和我

的父輩》中《乘風》篇的騎兵連、

《長津湖》中的「鋼七連」等等，無

不是既叫好又叫座的硬漢形象，一步

步成為了中國電影的文化符號，占據

了中國電影的主流市場。

早在11年前的《讓子彈飛》中，荷爾

蒙爆棚的硬漢群像就已直擊觀眾心靈

與此同時，以《白夜追兇》《無

證之罪》《大江大河》《長安十二時

辰》《山海情》《覺醒年代》等為代

表的一批大男主劇異軍突起，給予了

實力派男演員，特別是不少硬漢形象

更多展示自我的機會。伴隨著媒體輿

論、綜藝節目等平臺對這些演員的肯

定，觀眾的欣賞品味也在不斷提高，

而「看臉」的「鮮肉」式審美潮流開

始迅猛退潮，以吳京、張譯、張涵予

、段奕宏等為代表的「硬漢演員」進

入了自己最好的時代。

至此，硬漢歸來。

硬漢 · 硬言硬語
「我講你奶奶個腿。」

這句出自《鐵道英雄》中硬漢範

偉對日本鬼子講出的「硬言硬語」臺

詞從預告片階段就十分令人難忘，用

看似粗俗的語言恰如其分的展示了人

物當下的情緒——對日本鬼子的痛恨

，成為完善硬漢性格、豐富硬漢形象

的「硬指標」擔當。

實際上，在一眾展現硬漢形象的

作品中，硬漢們的「硬漢硬言」並不

罕見。當下最「破圈」的莫過於電視

劇《亮劍》中李雲龍的臺詞「老子就

不信這個邪，都是兩個肩膀抗一個腦

袋誰怕誰啊」「什麽武士道，老子打

的就是武士道」「只要我李雲龍在，

就不會丟下一個弟兄」等生動詼諧的

「硬言硬語」彰顯了中國軍人的霸氣

，成為各大網絡平臺的爆款語錄。

在新主旋律電影的裏程碑之作

《智取威虎山》中，打入匪窩的楊子

榮在初上威虎山打入匪巢時，說起匪

話時的霸氣更是不讓真正的土匪，桀

驁不馴的匪氣和血性張揚的性格讓這

一角色瞬間飽滿生動起來。

而在中國影史票房冠軍《戰狼2》

中，中國電影的當代「硬漢形象擔當」

冷鋒在面對只有一架飛機、眾人正在為

誰先走時說出了「婦女兒童上飛機，男

的跟我走！」，而他勸援非醫生放棄對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幻想時說「海軍陸戰

隊是全世界最好的特種部隊,他們怎麽

沒來接你啊?」，全片最最熱血的莫過

於片尾那句令所有中國人熱血沸騰的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除此之外，如《八佰》中那句

「弟兄們，來生再見」，《金剛川》

中關班長的「把他給我揍下來！」

《長津湖》中毛岸英那句「幾十萬老

百姓的孩子，一道命令就上了戰場，

我毛岸英有什麽理由不去？」以及宋

時輪的「美國人想把戰火燒到我們境

內，這個決不允許！」等臺詞無不是

電影中最適合表達慷慨激昂情緒的

「硬言硬語」，這種真誠無畏、生猛

爽快的語言風格無疑會讓正處於情緒

爆發階段的觀眾產生「接地氣」般的

親切感，讓直率坦誠的熱血英雄形象

紛紛躍然大銀幕之上。

從形象到語言，硬漢形象已經成

為當代影視作品中的審美主流，在塑

造各式英雄形象的同時在文藝作品中

形成魅力四射的硬漢符號和標簽，進

而承擔了國家價值和大眾想象的相遇

，散發出屬於中華民族慷慨激昂的豪

情之光。

《鐵道英雄》全國熱映
張涵予、範偉…硬漢，歸來

伴隨著劉德華演唱的主題曲《又彈起心愛的土琵琶》那熟悉的旋律，國慶檔曾令人熱淚盈眶的銀幕硬漢
形象，11月19日在《鐵道英雄》中再度歸來。

《鐵道英雄》是根據發生在1935年-1945年間，洪振海、王誌勝、杜季偉、劉金山等 「鐵道隊」 隊員的
真實事跡改編，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臨城棗莊英勇的 「鐵道隊」 與敵人鬥智鬥勇，殊死捍衛家園的故事。

鋪天蓋地的大雪、抵禦風寒的絨帽、緊身幹練的皮裘、飛馳而過的火車、震耳欲聾的槍炮、見血封喉的
利刃、吞雲吐霧的煙鬥、步步驚心的追蹤、拳拳到肉的打鬥……張涵予、範偉、魏晨、俞灝明以硬橋硬馬的
動作聯手給觀眾帶來一部專屬戰爭年代的硬漢諜戰動作電影，最大程度的重現抗日戰爭年代 「鐵道英雄」 的
慘烈鬥爭，還原了敢和日本鬼子硬碰硬的熱血硬漢形象。

賀歲檔又生變局，《最後的

真相》改檔至明年清明檔（4月2

日），而《古董局中局》則空降

至12月3日，成為目前的賀歲檔

開幕影片。

算上今日定檔的《古董局中

局》，今年賀歲檔目前共計有11

部較為重要的影片，如12月10日

的《暗殺風暴》、12月 17 日的

《雄獅少年》、12月24日的《平

原上的火焰》《誤殺2》《愛情神

話》以及12月31日的《穿過寒冬

擁抱你》《反貪風暴5：最終章》

《以年為單位的戀愛》《李茂換

太子》《忠犬八公》，

影片數量不少，且更多

影片集中在了檔期後部

即12月24日和12月31日

兩個檔期，這也導致檔

期前期其實相對空白，

還留有可觀的市場空間

，眼下《古董局中局》

官宣定檔12月3日並提前

一天開啟點映，且11月

中下旬電影市場不溫不

火缺乏有競爭實力的高

品質內容，所以在檔期

條件上其實是利好的。

從影片自身來看，《古

董局中局》改編自馬伯

庸的同名小說，題材聚

焦於古玩，這對於華語

電影市場來說倒是個新鮮內容。

影片類型定位為懸疑、冒險，結

合物料也可看出頗有些「鬼吹燈

」「盜墓筆記」等這類作品的風

貌，但影片內容應該也更為落地

和現實，所以在這樣的題材類型

框架下《古董局中局》究竟會有

怎樣的面貌展現確實是令人關註

和好奇的。

同時看向影片臺前幕後的陣容

，導演郭子健，監製韓三平，主演

雷佳音、李現、辛芷蕾、葛優，從

創作者實力來說《古董局中局》的

創製陣容還不錯。導演郭子健風格

鮮明，年輕時候的一些作品也頗有

口碑，但近幾年的作品表現不盡如

人意，所以從內容角度《古董局中

局》其實也是適合由郭子健操盤的

，至於這次的創新和突破如何就看

影片最終呈現了。

從今年擁擠的五一檔改至今年

賀歲檔開局，從市場條件來說對於

《古董局中局》更為友好。12月3

日上映占據了賀歲檔「先機」，在

相對空白的市場中能夠有更大的發

揮，而如果影片品質不錯的話，自

然也是能夠堅持到底的。

賀歲檔開幕時越來越近，市

場也期待著在年終這個大檔內能

好好熱鬧一番，那麽也希望賀歲

檔從開局就能有高潮，一路熱鬧

下去吧。

《古董局中局》空降擔任賀歲檔 「開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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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713-988-1668(OFFICE)    713-988-1634(FAX)    713-826-3388(CELL)    www.kennethli.com      www.swrealtygroup.com

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 地產精英  
全職服務 專業熱心

李 雄 負責人
Kenneth Li  CCIM. CRS. CIPS,GRI

kli@ccim.net

歷任：
全美亞商地產協會總會長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

休士頓都市計劃委員

國際亞裔青商會前會長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主席

6918 corporate dr #A5 
HOUSTON TX 77036

-

歡迎預約參觀樣品房

有意者請聯繫：

祥瑞花園
TURTLEWOOD MANOR

盛大酬賓
6955 Turtlewood Drive Houston, TX 77072

德州地產  獨家代理  全新社區  拎包入住

社區配套簡介
˙ 55歲以上的門禁退休社區
˙ 全方位7/24實時監控
˙ 公共區域WiFi 
˙ 訂餐服務
˙ 配有健身房 , 圖書室
˙ 電影院 , 活動室
˙ turtlewoodseniorliving.net

物業管理部門 SWRG management LCC
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713-271-99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

住宅房地產  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713-826-3388      住宅，商場，全職員工管理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 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 一慣性服務,

 由1988年開始,服務至今, 信譽保證

住宅

夏季優惠價

$188,000

起售

                             1. 土地出售，西南區，近中國城，近Dairy Ashford與Westpark Tollway，面積4.74英畝，售價$1,350,000。
                             2. 土地出售，近百利大道與六號公路，面積2.98英畝，售價$1,049,000。
                             3. 旺舖出售，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3,697平方尺，售價$1,150,000。
4. 辦公室出售/出租，中國城恆豐大廈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896平方尺，售價$750,000。
5. 商/住兩用出售，中國城，面朝百利大道，面積5,000平方尺, 售價$650,000。
6. 土地出售，休斯敦東北方向，Kountze城，距離兩小時車程， 面積624英畝，售價$1,198,000, 經紀人電話：
    832-715-7569。
7. 倉庫出售，近中國城，面朝Beechnut大道，面積26,400平方尺，售價$2,500,000，經紀人 Walter Tjon，
    832-628-0670。
8. 旺舖出租，中國城頂好廣場內，惠康超市旁，黃金店面出租，面積650平方尺 到3000 平方尺。
9. 旺舖出租，中國城敦煌廣場內，面朝百利大道，面積1,390平方尺～10,000平方尺。
10. 辦公室出租，中國城精英廣場內，面積2,100平方尺，月租$2,500。
11. 購物商場出租，13250 Farm to Market Rd529, 西北區，近290與八號公路，面積1,000平方尺～2,100平方尺。
12. 旺舖出租，10400 Harwin Dr，好運大道，近八號公路，面積3,000平方尺，月租$3,500包水電。
13. 旺舖出租/出售，中國城，中國文化中心對面，面積5,000平方尺，售價$550,000；可月租，面積700平方 
      尺 ～2000平方尺，月租$900起。
14. 旺舖出租，近萊斯大學，近69號公路，高級商業區，面積1,500平方尺，月租$4,000。
15. 好運國際廣場旺舖出售，7686 Harwin Dr，面積1,500平方尺～20,000平方尺，售價$295,000起。
16. 近中國城，20,000平方尺，獨立辦公樓出租，狀況極佳，可立即遷入，房租面洽，李先生：713-826-3388。 

1. 近Memorial 中餐館，年收入60萬，有錢賺，經營多年知名店，業主榮休，僅售$79,000。
2. 中國城，知名韓國燒烤店，百利大道上，2000平方尺，每月可凈賺2萬，欲購從速。
3. 休斯頓近45號及8號公路，獨立西餐館，設備及房地產出售價$950,000，請洽張先生832-628-0670。

                      1.公寓出租，Montrose區近市中心，單身公寓，1房1衛，月租$700，
                          MLS#65901683。
2.公寓出售，市中心近醫療中心，豪華公寓，3房2.5衛3個車位，面積1,836 
    平方尺,售價$639,990,MLS#3180527，經紀人Monica：832-715-7569。
3.土地出售，Alief 區近百利大道與6號公路，2.98英畝，售價$1,049,000，
    MLS#28857728，經紀人Kenneth : 713-826-3388。
4.好房出售，Katy東南區，豪華別墅，優美湖景，5房4.5衛2車庫，
   面積4,568平方尺，售價$890,000，MLS#53292040。

商業

Broker:
 

  

tion by Southwest Realty Group of the property’s condition, quality or dimensions, nor is the summary a subsitute for the buyer’s ow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due diligence prior to the time of sale. All buyers and their agents must secure their own inspection and conduct their own due diligence before purchase. 

832.734.6888
Kenneth Li

李先生
Agent: 832.768.2679Nicole Xi 奚小姐開放日： 週六，週日 下午 1:00 - 4:00

Broker: Kenneth 713-826-3388      Agents: Nicole 832-768-2679 中文  
 David 832-715-2864 韓文        Walter 832-628-0670 廣東話

   公司誠聘: 銷售代表或Agent

要求中英文流利，有房地產相關銷售經驗者優先。
有意者請聯系：Email：kli@ccim.net
Tel ：713-988-1668    Fax：713-988-1634

生意買賣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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